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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业务发展、盈利规模、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兼顾回报股东，

拟订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381,873,6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并派发

现金股利 1.6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137,474,520.56 元，其中分配现金股利 61,099,786.56

元，送红股 76,374,734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水泥 6008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宣能 林国金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

29号福能方圆大厦13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

号福能方圆大厦13层 

电话 0591-87617751 0591-87617751 

电子信箱 2268780843@qq.com linzy2010@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水泥及熟料的生产及销售，现拥有 5 条在产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具



备年产熟料 651万吨、水泥 1164万吨，当前在建熟料生产线 2条、产能 303.5 万吨。目前公

司生产基地布局在福建省的永安市、南平市、泉州市、福州市、宁德市等地区，生产的产品

主要有 “建福”和“炼石”两个品牌的各等级硅酸盐水泥，通过公路、铁路运输将产品送往

福建省各区域市场。公司产品广泛用于公路、铁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城市房地

产开发、农村民用建筑等。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对生产所需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等实行集中采购，对原煤等重点物资在

进行招标采购的同时，还采取定点定矿采购的模式加以补充。在产品销售方面，公司实行“统

一销售、分区管理”，根据销售对象的不同，建立了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的多渠道、

多层次销售网络。 

（3）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

机场、港口、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以及城市房地产开发和农村民用建筑建设。水泥行

业的发展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并受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

产和基建投资拉动。同时，国家施行的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环保法规亦对水泥

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水泥需求，推动水泥行业快速发展。 1985

年起，我国水泥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至 2014 年水泥产量 24.8 亿吨创历史顶峰。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进入“新常态”，水泥需求平稳并有下降趋势，行业进入产能过剩时代。

2016 年起，我国开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成为水泥行业的持续性特征；同时，

错峰限产、行业自律、环境治污、环保督察等措施的持续推行和力度加大，市场供需关系逐

步改善，2016年起水泥价格开始走出谷底，呈现恢复性上涨态势。 

2019年，我国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加强，房地产投资维持较高水平，对水泥需求提供了

较强支撑，全年水泥熟料产量 15.2亿吨，同比增长 6.9%，水泥产量 23.3亿吨，同比增长 6.1%，

全国通用水泥平均出厂价格 414.2元/吨，同比略增，行业首次突破万亿营收达 1.0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5%，利润 1867 亿元，同比增长 19.6%，再创历史最好。（数字来源：工业和信息

化部） 

公司为福建省水泥行业的传统龙头企业。2019 年，公司加快实施炼石厂技改项目、开工

建设安砂二期项目，未来随着该两条生产线建成投产，拥有的 4500t/d以上生产线将有 5条，



无论是先进产能比重还是总产能，在省内水泥行业中都将处于首位。公司也是福建省水泥行

业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2006 年 12 月，公司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列入“国家重

点支持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大型企业(集团)名单”中重点支持的 60家企业，是福建地区仅有的

两家入围水泥生产企业之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933,549,370.87 4,003,083,106.11 -1.74 4,072,695,518.47 

营业收入 3,043,783,250.03 2,947,371,480.29 3.27 1,834,340,56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908,623.75 337,497,650.07 38.34 -151,803,70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980,892.18 330,297,155.59 18.98 -150,741,32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95,365,288.04 855,474,685.94 63.11 603,146,30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970,593.96 933,029,972.18 -30.87 106,844,07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3 0.884 38.34 -0.3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3 0.884 38.34 -0.3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9 44.84 

减少4.45个

百分点 
-22.41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77,410,697.20 737,288,070.21 660,289,857.50 1,068,794,62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2,059,507.70 138,678,747.93 47,006,846.71 209,163,52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9,295,034.53 121,603,673.09 47,051,453.28 155,030,73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573,972.56 238,286,956.67 290,720,766.39 82,388,898.3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9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5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0 109,913,089 28.78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0 20,090,951 5.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0 12,100,833 3.17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4,499,833 4,499,833 1.18 0 无 0 其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936,200 3,936,200 1.03 0 无 0 其他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2,000,904 0.52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志星 -87,900 1,526,9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明祥 1,500,900 1,500,9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淑红 1,443,500 1,443,5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能顺 94,488 1,380,189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与福建省煤

电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二者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福建省建材（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福建

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互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 1、

2 项情况外，公司未详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围

绕打造“系统成本最低、区域市场领先、创新驱动发展”三大能力，以“绩效管理牵引组织

能力、管理提升推动价值创造、项目推进引领正向赋能、战略协同实现市场管控”为主题，

安全生产平稳运行，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管理控制规范提升。 

2019年前三个季度，省内水泥新增产能释放，加上周边省份因雨水天气较多导致需求下

滑，也进一步传递影响省内水泥价格下滑且一直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致使公司前三季度实现

效益下滑较多，与行业效益正增长相背离。进入 9月，公司水泥售价开始上涨，10月一举突



破上年同期水平，在全国多个地区尤其是周边省份错峰限产、减排、限运、矿山整治等环保

政策影响下水泥库存持续低位，外省入闽水泥减少，叠加省内赶工期，公司水泥售价一路上

涨，一直持续到年底，盈利能力显著增强，扭转了前三季度水泥盈利水平同比大幅下滑的势

头，缩小了与行业效益正增长的差距。 

报告期，公司生产熟料 714.43万吨、水泥 891.4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4.73%和 0.05%，

销售商品（水泥及熟料）924.56 万吨，同比减少 0.61%。报告期公司水泥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27%，水泥销售成本同比上升了 0.43%，商品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2.25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378.3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2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90.8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8.3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497.06万元，同比减少 30.8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

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已经 2019年 4

月 19 日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

议批准 

影响详见本报

告财务报表附

注相应部分 

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文件，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已经 2020年 4

月 17日第九

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批

准 

影响详见本报

告财务报表附

注相应部分 

2019年 5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本公司于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该准则，并对 2019

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2019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 号），本公司于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该准则，并对 2019年 1

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

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主要 

经营地 

注 册

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厦门金福鹭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 厦门 销售 100.00  设立 

永安市建福设备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安装维修 100.00  设立 

莆田建福大厦有限公司 莆田 莆田 服务 90.00  设立 

泉州市泉港金泉福建材有限公司 泉州 泉州 生产、销售 100.00  设立 

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生产、销售 96.36  设立 

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生产、销售  80 设立 

福州炼石水泥有限公司 闽候 闽候 生产、销售 100.00  设立 

福建永安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生产、销售 100.00  设立 

福建省海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德化 德化 生产、销售 55.99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福建省建福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福州 福州 生产、销售 80.00  设立 

福建省宁德建福建材有限公司 福安 福安 生产、销售 71.58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3）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合并范围变更的情形。 

（4）本附注有关说明 

①下列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除特别注明之外，“期初”指 2019年 1 月 1日，“期末”

指 2019年 12月 31日；“上期”指 2018年度，“本期”指 2019年度。 

②本公司主要子公司：福州炼石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炼石）、福建永安建福水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建福）、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银湖水泥）、

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砂建福）、福建省建福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福南方）、福建省海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水泥）、福建省宁德建福建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德建福）、厦门金福鹭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福鹭）。 

 

 

2020 年 4月 21日 


	RANGE!B5:H17
	jds1

